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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乒联：
将调查中国三名球员弃赛事件

国际乒联25日就三名中国男
乒选手马龙、樊振东和许昕在国际
乒联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期间
弃赛一事发表声明，称将细查事件
详情，再做相关处理。

声明说，国际乒联已经收到了
中国乒乓球协会就此事做出的初
步说明和中国乒乓球队的公开道
歉信，将提请中国乒协再做进一步
的详细报告，并要求当时在场的国
际乒联官员提供更多细节，以厘清
这三名运动员为何没能出席比赛。

23日晚，原应参加中乒赛男单
第二轮八分之一决赛的三名中国
选手未能按时出现在赛场，造成事
实性弃赛，赛事裁判委员会依照相
关规则判定他们该轮比赛告负。

25日的声明是中国男乒三名
球员弃赛事件后国际乒联首次以
世界单项运动联合会的身份正式
发声。

声明中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

赛是国际乒联最重要的赛事之一，
有数以百万计的球迷和众多合作
伙伴期待在这一赛事上看到世界
顶级选手之间的对决；基于此种原
因，国际乒联对弃赛事件的态度极
为严肃，认为这损害了乒乓球这项
运动的国际形象和完整性。

“国际乒联已经准备好对事件
相关人采取处罚措施，但在调查结
果出炉前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国际乒联还将与其下属的运
动员委员会密切合作，以期更好地
理解这一事件因何发生；同时将教
育和引导运动员，以保证未来不再
发生类似事件，”声明说。

声明最后还对25日下午即将
进行的中国公开赛的四场决赛表
达了期待。

在弃赛事件发生当晚，国家体
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态，称中
国乒乓球男队的2名教练员、3名运
动员“在重要国际赛事中不辞而

别、擅自弃赛”的行为极其错误，表
示“国家体育总局已责成中国乒乓
球协会查清事实、严肃处理”。

24日晚，中国乒协发表声明，
称刘国梁的工作调动事先与其本
人进行过沟通，而马龙等5人“在未
经中国乒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放
弃参赛，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中
国乒协“深感震惊和痛心”，承诺将

“对此事件暴露的问题进行深刻反
思，加强队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教育，强化思想作风建设，打造一
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顽强拼
搏、为国争光的队伍”。

稍后，中国乒乓球队公开发表
致歉信，称秦志戬等5人“在不完全
了解国家乒乓球队管理模式调整
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意气用事，擅
自退赛”，表示“十分痛心并深感自
责”，将“诚恳地接受社会各界的批
评”“汲取教训，深刻反思”。

（新华社）

影讯
6月28日、7月2日放映安排（主城区及天府新区

每周三、周日放映，二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
映）：影片名为《六人晚餐》，放映影城包括太平洋影
城（春熙店、王府井店、川师店、新城市店、金沙店、
沙湾店、金牛店、金色海蓉店、武侯店、紫荆店、蜀西
店）、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店、成华店）、峨影1958
电影城、和平电影院、东方世纪影城、星美学府影
城、星美国际影城（大悦城店、戛纳店）、339电影城
（新时代高塔）、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际影
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戛纳店）。（注：个别
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
实际放映为准）

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文化成都”。

央视前主持人周涛来蓉分享:

“遇见更好的自己”
“总有一些人会不断地接受挑战，因为她们终

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生命的边界。”23日晚，央视前
著名主持人周涛以分享者的身份来到成体中心的
经典汇艺术剧场，和成都的艺术爱好者分享了一场

“遇见更好的自己”的讲座。去年年底，周涛离开了
工作了20多年的央视，调入北京演艺集团，担任首
席演出官。这次的讲座，也是周涛履新后首次现身
成都。

自去年离职央视后，低调的周涛几乎像一个隐
士一样消失在公众视野。此次来蓉，也是周涛履新
后首次来到成都，这一次的身份也不再是主持人，
而是以主讲人的身份，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工
作经历和心得。虽然当天是周末，现场依然座无虚
席，满满当当坐了600余人。据主办方经典汇的工作
人员介绍，此次观众通过网络征集，一共有约3000
人报名，最终因为场地原因，最终只有600名幸运儿
亲临现场。

虽然远离电视，但出现在现场的周涛依然像舞
台上一样神采奕奕，一身白色连衣裙优雅亮相。此
次主题名为“遇见最好的自己”，在周涛看来，人首
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在我看来，找到自己觉得有
意义、有意思的事情，矢志不移地坚持下去，尽量少
走弯路。”

在周涛看来，自我提升和学习是让人生更好的
方式，而作为一名主持人，她就曾学习小品表演。

“我是做主持的，小品表演的力度和分寸对我而言
十分困难。从开始客串到能做主演，花了不少时
间。”正像周涛所说，她的人生有多面，周涛不仅是
央视著名主持人，曾主持了17届央视春晚，事实上，
她还曾是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心副主任，负责央
视包括春晚在内大型节目的策划和制作。

她还曾登台表演小品、相声，《马路情歌》、《让
一让，生活更美好》、《学相声》等语言类节目让观众
们看到了周涛多才多艺的一面。此外，她还曾客串
过《越来越好之村晚》、《阳光天井》等影视作品。此
外，像央视大多主持人一样，新团员也有写作的爱
好，曾出版《真情絮语》、《西部情缘》、《赴韩日记》、

《韩国启示录》等多部散文集。
自去年离开央视履新北京演艺集团“首席内容

官”后，周涛一直没有新的消息。
当天，周涛也为成都观众介绍了自己到北京演

艺集团的第一个项目——“2017奥林匹克夏季音乐
季”，在这个项目中，周涛担任总导演。谈到此次转
变，周涛认为：“人的一辈子应该不断往前走，明确
你要去的地方是更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作为文化
艺术工作者，要有自己的文化职业操守，应该引领
时代，更多地感染人，更加感受美好。”周涛说，人不
应该去局限自己，不管什么年纪都可能遇到更好的
自己。周涛表示，从央视到北京演艺集团，都是她不
断尝试的过程，也是自我定位的逐步升级，“其实我
进电视台之前在办公室工作了两年半，抑制不住自
己想要主持的心情，进入了北京电视台。可是我家
在安徽，妈妈看不到我在电视上的镜头，为了能让
她看到我，我又进入了央视。”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除东道主比赛外，
其他小组赛场均观众难过四万

今日凌晨，2017年联合会杯结
束了小组赛赛事，尽管东道主俄罗
斯方面对本届联合会杯予以了很
高的重视，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专门
前往圣彼得堡竞技场观看俄罗斯
队与新西兰队的揭幕战，但当地球
迷们似乎并不太给力。官方给出的
东道主首战观众数据为50251人，
但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大片大片的
看台都是稀稀拉拉。

截至昨晚，在前10场小组赛
中，除了有东道主俄罗斯参加的
三场比赛外，其他比赛到场人数
都没有超过四万人大关。其实这
次联合会杯的票价并不算昂贵，
以俄罗斯与葡萄牙这场焦点战为
例，门票价格为4000-10000卢布，

约合459-1148元人民币，但到场
人数仅42759人，末轮俄罗斯的出
线生死战又降为41585人。为了吸
引外国球迷到俄罗斯观看联合会
杯的比赛，这次组委会专门对持
有球迷证的外国球迷予以免签政
策，并且让四个举办赛事的城市
公交车比平时更早运行，但据俄
罗斯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比赛
期间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的
游客数量与往年同期持平，并无
显著增长。

而在参赛的八支球队中，也有
不少敷衍联合会杯的，世界杯卫冕
冠军德国队派出平均年龄只有
24.5岁的年轻阵容，只有德拉克斯
勒、穆斯塔菲和金特尔这三名世界
杯冠军成员在列。

此前拜仁CEO鲁梅尼格就透
露，本届联合会杯很可能是最后一
届，他认为这项鸡肋赛事让俱乐部

与 国 家 队 之 间
原 本 就 紧 绷 的
神 经 更 加 不 堪
重负。据说国际
足 联 主 席 因 凡
蒂 诺 也 不 反 对
取消联合会杯，
毕竟2022年卡塔
尔 世 界 杯 将 放
在 11-12 月 进
行，如果要让欧
洲 俱 乐 部 连 续
两 年 为 国 家 队
赛 事 牺 牲 正 常
赛程，无疑会遇
到极大的阻力。

新技术被批影响流畅性，
已有裁判拒绝视频裁判提示

尽管本届联合会杯遇冷，但比
赛期间还是不乏关注点。作为世界
杯前哨战，联合会杯一直是国际足
联新技术的试验场，这次国际足联
将视频助理裁判运用到了联合会
杯上，只要其表现令人满意，那么
明年世界杯上裁判将在判断是否
进球、是否判罚点球、是否出示红
黄牌等关键问题上借助于视频助
理裁判的帮助，这无疑将是世界杯
革命性的变化。

这次联合会杯小组，视频助理
裁判多次上了“头条”，虽然它的前
五次判罚都非常正确，也因此赢得
了不少赞誉，但还是有不少舆论认
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存在虽然减少
了比赛的争议性，却让比赛的流畅
性大打折扣，甚至球员们在进球之
后都不敢马上庆祝，而是眼巴巴地
看着裁判是否会进行改判。在墨西
哥与新西兰的比赛中，双方球员在
最后阶段发生了冲突，当主裁判制
止了混乱的情况后，示意继续比
赛，但视频助理裁判却通过耳机告
诉主裁，他应该向制造冲突的球员
出示黄牌。这导致主裁又跑到场边
观看录像……因为视频助理裁判
的提醒，比赛被中断了5分钟。

因此，视频助理裁判在联合会
杯的亮相也带来了“足球比赛究竟
要准确性还是流畅性”的争议，阿
森纳主帅温格就表示：“视频助理
裁判让比赛变得不再流畅，而且对
于比赛规则的解释出现了不同。”
而在昨日凌晨墨西哥2比1击败俄
罗斯的比赛中，也出现了主裁判拒
绝视频助理裁判提醒的一幕——
当俄罗斯球员在禁区内摔倒时，主
裁并没有停止比赛等待视频助理
裁判的意见，而是示意比赛继续进
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提醒他应该
判罚点球，主裁才到场边观看录像
回放，但他最终还是认定自己最初
的意见正确，于是重新开始比赛，
主裁的这次决定也引起了俄罗斯
球迷的巨大不满。

由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
对视频助理裁判在联合会杯上的
表现感到满意，并盛赞这一技术是

“现代足球的未来”，因此该技术在
明年世界杯上亮相的可能性颇大。
但作为新生事物，还需要外界慢慢
适应，并与之磨合，找到最佳的方
式。如果“试点”尚存在争议和褒贬
不一的情况下贸然在明年世界杯
推行，也许视频助理裁判会带来更
大、更广泛的争议。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圣彼得堡特约记者 杨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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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还是要流畅
视频裁判褒贬不一

除了关注足彩的彩民外，可能不少中国球
迷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目前俄罗斯正在进行
着联合会杯的比赛。作为明年俄罗斯世界杯的
前哨战，2017年联合会杯却处于一种很尴尬的
境地，不但俄罗斯球迷不太买账，就连一向追
捧世界大赛的中国球迷也对其关注寥寥，这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届联合会杯没有央视进行
直播，这让赛事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而在俄罗斯赛场上，上座率也难以令人满意。

不过虽然比赛遇冷，但对新技术——视频
助理裁判在联合会杯上的“试用”，外界还是给
予了较高的关注。但视频助理裁判在挽救“冤
假错案”的同时，也被批严重影响比赛流畅性。
这一褒贬不一的新技术如果在未能得到外界
一致肯定的情况下，在明年世界杯上运用，恐
怕又会引起不少的风波。

联合会杯遇冷：

24日，墨西哥球员洛萨诺（中）攻入球队第二个进球

22日，马龙在男子单打比赛中发球

22日，樊振东（右）和许昕在男子双打比赛中回球

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

黄渤获金爵影帝
6月25日晚，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

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克里斯蒂安·蒙吉携全体评委会成员出席典礼并从
3个竞赛单元、24部入围影片中揭晓了各项金爵奖
奖杯的最终归属。中国演员黄渤凭借影片《冰之下》
获得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

黄渤发表感言称：“美从来都不缺乏，只是缺少
发现，沉甸甸的奖杯让我知道，老是去演喜剧片是
没有出息的，这两年离沸腾的电影市场稍微远了
点，没有出现在媒体里面，静下来去做了些尝试，感
谢这次评委会给努力和尝试的肯定，而且我自己人
生中，第一部导演的电影正在拍摄中。”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